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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 月 6日，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交易分团在上海举行
集中签约仪式，与来自德国、韩国、瑞士、
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泰国、厄瓜多
尔8个国家以及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企业签署10个合作项目协议，进口
商品涉及服务实体经济的生产资料和满
足消费升级的消费品等，合同总额逾10
亿美元。

重庆共组织了33个贸易分团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重庆对外经贸集
团交易分团是唯一的一个企业分团。

签约仪式上，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所属
重庆国际贸易集团分别与新加坡莱佛金属
公司签署2.5亿美元电解铜进口合同，与马
来西亚企业签署2亿美元棕榈油进口合
同，与香港盛业公司签署2亿美元混合芳
烃、轻质循环油、生物柴油等产品进口合
同，与新加坡永顺公司签署1亿美元混合
芳烃、轻质循环油、生物柴油等产品进口合

同，与厄瓜多尔恒隆公司签署1亿美元金
精矿进口合同，与墨西哥冬美公司签署1
亿美元金精粉进口合同，与泰国最大的煤
炭零售商地球能源公司签署5000万美元
煤炭进口合同。以上7个大宗商品进口合
作项目协议金额共计10亿美元。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所属重庆渝欧跨境
电子商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渝欧股份）与
瑞士Hero集团、台湾永续资源公司签署了
1800万欧元的婴幼儿奶粉合作协议。渝欧
股份将通过线下体验店+线上交易平台，将
安全可靠的进口奶粉带进中国万千家庭。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签10亿美元进口项目

本报讯 （记者 杨艺）作为世界上第一
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无论是展品数量和金额，均创
下国内展会之最——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首次进入中国的展
品多达 5000 余件。进博会上有哪些“稀
奇”？11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现场打
探。

首次面世的2.0版机器人餐厅

在进博会现场的盒马鲜生，记者体验了
一次真正的机器人用餐服务。

记者在店门口通过支付宝扫码获得了桌
号，并绑定账号，入座后进行扫码点餐。工作
人员备完餐后，将新鲜烹饪好的菜品放到机
器人的收纳盒中，机器人自动检测菜品放置
完成后，避开轨道上的障碍物，根据路径规划
准确地将菜品送到记者餐桌前。用完餐后，

记者按下桌上的回收按钮，收餐机器人就马
上来到桌边，将放入收纳箱的空盘自动送回
相应地点。据悉，目前该机器人餐厅已基本
实现30分钟内上菜，传菜最快仅40秒。

据悉，这个机器人餐厅是首次面世的2.0版。

“会飞的汽车”3分钟内完成“变身”

进博会的展品中，要说最科幻的，当属首
次来到亚洲的Aeromobil——“会飞的汽车”。

可在3分钟内“变身”，从汽车运营状态
切换到飞行模式，汽车模式最高时速160公
里，飞行模式最高时速可达360公里——“会
飞的汽车”融合了近40项专利技术，目前展
品是它的4.0版。这款汽车已开始接受预定，
价格为150万欧元，无疑是最贵豪车之一。

据悉，“会飞的汽车”来自斯洛伐克，由复
合材料和钢材制成。在“变身”时，它能从陆
地的汽车模式切换到航空飞行模式，车身变

瘦，两侧会伸展出长长的机翼，汽车尾部也随
之发生改变，飞行模式下它看起来就是一架
小型固定翼飞机。

能开锁也能捡起针的“机械手”

德国雄克（SCHUNK）公司带来的五指
机械手SVH被称为首届进博会上最“心灵手
巧”的展品。

记者看到，这款机械手尺寸、外形和灵
活性与人手相似程度极高。凭借带有9个
驱动器的运动指骨和富有弹性的表面，五指
机械手可以执行不同的抓取动作——它不
仅能拿钥匙开锁，就连捡起一根针这种精细
活儿也能胜任。该手指上使用的触觉传感
器，用于抓取不规则物体或在不可预见的环
境下执行抓取任务时提供必要的灵敏度，而
弹性手指表面确保安全可靠地夹持物体。
据悉，这只“手”，曾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上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握手”。

中国首发的智能温控器

会上，江森自控带来了基于物联网与云
技术的视频监控平台Smartvue在中国首
发、第一款采用半透明触摸屏的智能温控器。

记者看到，该智能温控器包括一个半透
明的触控显示器，用户可以通过温控器改变
温度，检查屋内能量消耗和空气质量，并且还
可以查看日历。据悉，智能温控器内置的传
感器可检测屋内是否有人，然后自动调节屋
内屋外的温度，降低能量的消耗。

“会飞的汽车”、首次面世的2.0版机器人餐厅……

进博会上看“稀奇”

6日是首届中国国际进博口博览会的第二
天。中国消费市场的强劲增长吸引了全球客商
前来，大家都争相展示最好的品牌、最好的技
术。身处其中，对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和成长性有
了切身的体会。

重庆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参观汽车
展区，学习借鉴不可少。汽车作为一大进口门
类，被安排在了位置优越的2号馆。60多家国际
一流参展商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把汽车展区装扮
得时尚前沿。

宝马汽车展示了新BMW5系插电式混合动
力无线充电特别版，客户仅需按照车辆中控屏幕
上的指引将车辆停至地面充电模块的上方，即可
通过电磁无线感应为车辆充电，这也是汽车无线
充电技术在中国首次投入商业使用。

来自斯洛伐克的“会飞的汽车”Aeromobil有
点像飞机又有点像汽车，车身上长出一对翅膀，
黄白相间，十分可爱，吸引了众多人驻足参观。
这个项目由斯洛伐克科技公司研发而成，集成了
很多前沿技术，融合了近40项专利技术，可在3分
钟内“变身”，汽车模式最高时速160公里，飞行模
式最高时速可达360公里，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丰田汽车的展台似乎更具创意。
日本丰田公司研发的一款全新无人驾驶平台

名为“e-Palette”，是丰田面向下一个世代，利用电动
化、车联网和智能化自动驾驶技术打造的社会共享
移动平台。据悉，e-Palette平台可根据供应商需求
自由变化，实现深度订制，丰田则将作为技术提供
方，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移动出行生态体系。

重庆是中国汽车重镇。今年以来，长安股份、
长安福特等企业生产新能源汽车1.2万辆、数量同
比增长2倍；金康新能源汽车形成5万辆产能，并将
于11月正式试产；日立汽车零部件工厂建成投产，
车和家新能源汽车、安靠动力电池、众联驱动电机
等项目也先后落地。重庆汽车工业的智能化进步
很大，但以物联网、无人驾驶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业
态正深刻改变着传统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也改
变着产业版图和城市的未来。

智慧世界，未来已来。
如何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抢得先机，是一项

重大课题。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尚需紧盯前
沿，快马加鞭！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重庆市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也就更加可知可感了。

创新的力量
杜术林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6日11：30-
12：00，重庆交易团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签约中心举办了
首场专场集中签约仪式，签署了5轮共18
个采购项目，涉及芯片、汽车及零部件、医
疗设备、汽车检测设备、玻璃基板、矿石、牛
肉等商品类别。

其中，重庆锦上旭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锦上旭）与巴西JBS签订8000
吨的牛肉采购项目，金额4500万美元，预计
将在未来一年内完成。锦上旭是西南地区
领先的肉类一级进口商。“此次采购，将进一
步丰富重庆乃至全国的进口牛肉消费市
场。”锦上旭总经理张良云介绍，公司参加进
博会期间，还与法国、阿根廷等地牛肉供应
商进行了洽谈，有望引进新的牛肉品牌。

重庆千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千信国际）与来自美国、巴西、墨西哥的供应
商签订了铁矿石、锰矿石和铬矿等大宗生产
原料进口采购协议，共计22亿元。

千信国际是重庆一家国企，主营大宗

商品贸易、能源环保、港口物流等。目前经
营的大宗物资贸易业务包括钢材、建材、铁
合金、铁矿石、煤炭、焦炭等能源资源。

“立足港口资源优势、长江黄金水道优
势和海江联运便利条件，千信国际将结合
自身业务扩大进口，以满足长江沿线生产
型企业的原材料需求。这既是进一步推动

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落实和响
应重庆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务实之举。”
千信国际相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商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
社化工）与泰国联润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润橡胶）签订了2019年全年5亿美元
的天然橡胶进口采购协议。

联润橡胶是商社化工目前最大的上游
供应商。早在2009年，双方就开始建立贸
易合作关系，当时每年的橡胶采购量仅几千
吨，到2016年已近50万吨。如今双方公司
加强合作，开启了在全球的贸易合作关系。

此外，签约仪式上还有一批项目引人
关注，包括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
五十铃自动车株式会社签订3亿元的汽车
进口零部件采购协议；重庆车辆检查研究
院与奥地利AVL李斯特公司签署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燃料电池、电机、整车排放等
领域展开广泛合作。

重庆交易团集中签约18个采购项目
涉及芯片、汽车及零部件、医疗设备、牛肉等商品类别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
荡，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挺立潮头、把握未来。

“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经济全
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为世界经济发
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洞察
历史规律、把握时代潮流，深刻阐明了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大势，明确提出了各国积极推
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三点倡议。在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
波折之际，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指出了共建一
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正确方向，向世界传递着
开放合作、共同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历史规律，
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经济全球
化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
步、各国人民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
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

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指出的：“说其是历史大势，就是其
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经济
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
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
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
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
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
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不可逆转，必
将浩荡前行，道理正在于此。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就应坚
定开放合作信心，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当
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一
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各国经济社会
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愈演愈烈，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
受到严重冲击。必须看到，困扰世界的很
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把困扰

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
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唯有从纷
繁复杂的局势中把握规律、认清大势，以合
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理念上更
加注重开放包容，方向上更加注重普惠平
衡，效应上更加注重公正共赢，才是顺应大
势的正确抉择。唯有坚持开放的政策取
向，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推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才能让经济
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更好惠
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就应积极
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开放合作是
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逻辑，是增强
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是推动世界经济
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
进步的时代要求。“坚持开放融通，拓展互利

合作空间”“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习
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对各国提出的倡议，正是
对经济全球化历史大势的把握和顺应，也是
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推动经
济全球化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的务实选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拿出更大勇气，拿出
务实行动，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才能让各国人民共享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一遇到风浪就
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
的。顺应历史大势，把握时代潮流，携手同
心，同舟共济，我们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
好、让人民更幸福。

（人民日报11月7日评论员文章 新
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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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斯洛伐克的“会飞的汽车”成为展会一道风景。 记者 罗斌 摄

百事得大牛人工
智能法律机器人

在今年重庆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第七届重庆(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会以及成都市举办的第十
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崭露头
角、吸引粉丝无数的重庆百事得大牛
法律机器人，10月29日正式开始在渝
北区人民法院“上岗”。

法律咨询服务的“阿尔法狗”
“上岗”期间，眼睛大大、呆萌可

爱、功能全面的大牛法律机器人将免
费为广大市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内
容包括婚姻、继承、劳动争议、民间借
贷、工伤赔偿、房屋买卖、交通事故、物
业纠纷、刑事犯罪以及农村土地房屋
征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诸多方面，并
免费一键生成打印咨询意见书。

百事得大牛机器人是中国首款具
有“类脑”的人工智能法律机器人，并具
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展示了重庆科
技和创新的实力。目前，已经申报通过
了首批核心专利15项，后续还将陆续
申报150多项国家专利。

据重庆百事得大牛机器人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怡介绍，大牛法律机器人

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技术，是国内
首个融入了自然语义、法律语义处理
技术(NLP)和深度学习技术，具有自学
习功能和无限次多轮会话的法律机器
人，它可以模拟法官和律师的思维，以
多轮发问的方式查明法律事实，并根
据法律规定及运算规则一键生成咨询
意见书、民事诉状、仲裁申请、报案材
料等法律文书，使群众能够享受专业、
便捷、免费的法律服务，既是律师和调
解员的助手，又是群众矛盾纠纷解决
的好帮手。

大牛法律机器人一经问世，在8
月16日，国内法律界首次“人机大战”
中，对决从全国公开招募的6名资深
律师，就查清案件法律事实、提供法
律咨询等法律服务一较高下，并取得
完胜的成绩，树立了自己的“霸主”地
位，成为法律界的“阿尔法狗”。

此后，借助首届智博会、文博会
以及成都西博会的登场，大牛法律机
器人多次展现了自己的卓越性能及
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获得了“首届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最佳人气
奖”等荣誉，成为耀眼的明星。

而今，放下“明星”身段的大牛法律
机器人，以法律工作者的面貌直接面对
广大市民，在提供专业法律咨询的同

时，也接受市民的检验，真正成为老百
姓身边免费的法律顾问和知心朋友。

为市民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渝北区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立

案庭庭长朱泽冰介绍说，“智慧法院”
建设是法院中心任务和一把手工程，
是互联网时代对法院工作的新要
求。渝北区法院在全市法院中率先

引进人工智能法律机器人参与诉讼
服务，就是要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的目标，切实做好公共
法律服务。大牛法律机器人很受老
百姓欢迎，试点一周以来里就接受了
近百位市民的咨询，为老百姓提供智
能化、便捷化、标准化的诉讼服务，减
轻了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压力，一键
生成打印咨询意见书，大大提高了法
院的工作效率，是法律工作者的好帮
手。

同时，朱泽冰也提醒道，咨询大
牛法律机器人必须要提供真实的情
况、真实的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得到
尽可能准确、具有参考价值的法律咨
询结果。

渝北区市民陈德容母女俩是大牛
法律机器人“上岗”后的首批法律咨询
服务的受益者。陈德容是不能说话的
残疾人，因工资被用工单位长时间拖
欠，10月29日，在其母亲的陪同下来
到渝北法院立案，但对立案所需材料、
法律关系等不清楚不明白，导致不能
立案，急得不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陈德容母亲与大牛机器人直接对

话，说明相关案情后立即取得了咨询
意见书。咨询意见书详细分析了陈德
容与用工单位的法律关系、列举了立
案所需材料、计算了工资、社保及经济
补偿金的具体数额等法律事宜，一下
就解决了陈德容的难题，在备齐立案
材料和起诉状后成功立案。10月30
日，陈德容母女俩专门来到机器人展
示区域向值班律师表示了感谢，并与
大牛法律机器人合影留念。

根据相关安排，这次由渝北区政
法委组织的百事得大牛法律机器人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活动时间为两个
月，除了在渝北区法院外，另外5台大
牛法律机器人还同步在渝北区行政
中心、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区矛盾
纠纷综合调处中心、新牌坊派出所、
环湖雅居社区等处开展法律咨询服
务。从现在开始，至12月29日结束，
有法律需求服务的市民可抓紧时间
到现场咨询。

据重庆市律师界资深律师、百事
得大牛机器人公司执行董事柳军介
绍，为了更好的服务市民，满足市民
对法律服务的需要，类似的活动还将
在重庆的其它区县陆续开展。

潘锋 仲树昌
图片由百事得大牛机器人公司提供

渝北区法院：首款人工智能法律机器人开始“上岗”

陈德容陈德容（（站立者站立者））母女听取现场工作人员分析一键母女听取现场工作人员分析一键
生成的咨询意见书生成的咨询意见书


